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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教師氣候變遷教學經驗及合理性覺知對教

學興趣之影響：兼論自我效能之中介效果  

曾鈺琪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科學教育與應用學系助理教授 

摘要 

聯合國於 2015 年將氣候行動列為永續發展目標之一，臺灣則在十二年國

民基本教育裡將氣候變遷訂為自然領域和環境教育議題的學習主題，足見氣候

變遷已成為重要且急迫的教育議題。然過去研究較少關注高中教師在學校進行

氣候變遷教學的概況，因此本研究結合 Bandura 的自我效能理論與認知心理學

的合理性概念，探討臺灣高中教師在氣候變遷議題上的教學經驗、相關知識的

合理性覺知、自我效能及教學興趣之現況與關聯性。本研究透過配額抽樣調查

649位生物、地球科學、地理、生活科技、公民與社會等學科之高中教師，並採

用國外近年發展的氣候變遷教育教師效能信念量表和氣候變遷合理性覺知量表

收集資料，再進行迴歸取向的路徑分析。結果顯示本文所提的九項假設皆成立。

其中，教學策略多元性是預測教師自我效能的最佳因子，而教師對氣候變遷知

識的合理性覺知則最能預測教學興趣。此外，自我效能亦可有效中介教學策略

多元性、研習培訓多樣性、合理性覺知等因素對教學興趣的影響。本文亦依據

分析結果提出未來研究和教育實務上的建議。 

關鍵字： 合理性覺知、高中教師、氣候變遷教育、教師自我效能 

 

  

 
投稿日期：2020年 07月 09日；接受日期：2020年 09月 18日   



環境教育研究，第十六卷，第二期，2020年 

48 

壹、緒論 

氣候變遷現象在 1990 年代即受科學家關注，聯合國並於 1998 年成立跨政

府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負責

監測、報告並提醒世界各國政府及早因應氣候變遷帶來的衝擊。2015 年聯合國

發展高峰會更進一步將氣候行動 (climate action)列為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之一(United Nations, 2015)，稍後於 2017

年更由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提出氣候行動的認知、情意和行為三大學習目

標，希望能透過教育系統培養未來世代調適氣候變遷的能力。有鑑於氣候變遷

教育的重要性、急迫性與挑戰性(Reid, 2019)，許多國家紛紛調整國內的課程標

準並將氣候變遷納為學習重點。例如美國在 2013 年將氣候變遷納入全國性的

「下個世代科學標準」(United States’ Next Generation Science Standards [NGSS], 

2013)，而新加坡的教育政策也將氣候變遷納入學校的地理科與環境教育課程

(Chang & Pascua, 2017)。 

在臺灣，行政院早在 2012 年公布「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並將教

育宣導列為重要工作項目(議題二)，提出「氣候變遷調適全民教育計畫」。教育

部隨後委託專家學者積極研發高中職以下的補充教材並舉辦教師研習課程。目

前臺灣正在推動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裡，更將氣候變遷影響與調適

訂為自然領域跨科概念的次主題(游小旻、張文華，2018)，同時亦為環境教育議

題融入學科教學的五大學習重點之一(教育部，2019)，足見氣候變遷已是國民教

育中的重要教學主題。但國內過去十餘年來與氣候變遷或全球暖化有關的研究

多是針對學生迷思概念、知識和態度的區域性調查，且多數為未發表之學位論

文，極少有研究調查教師在校進行氣候變遷教學的概況。然而，學校教師是學

生獲得氣候變遷知識的主要來源之一(郭乃文、陳慧玲，2015)，教師本身對氣候

變遷知識的合理性判斷及信賴程度，以及是否有足夠的信心和興趣進行氣候變

遷教學，都可能會影響學生學習氣候變遷的機會與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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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此，本文將研究焦點放在高中教師身上，探討教師過去教授氣候變

遷的經驗(包括教學策略多元性、研習培訓多樣性)、教師對氣候變遷相關知識的

合理性覺知(perception of plausibility)、自我效能(self-efficacy)以及未來教學興趣

之間的關係。本文的創意在嘗試將科學教育及認知心理學中的合理性概念

(Connell & Keane, 2006; Lombardi & Sinatra, 2012)視為教師對現有氣候變遷知識

及科學證據之信念，並將其加入 Bandura (1977)所提出的自我效能理論作為新

增預測變項，同時也檢視過往以學科教學為主的教師自我效能理論是否亦能適

用於跨領域的環境議題(例如氣候變遷)教學中。由於目前正在推動的十二年國

教鼓勵以融入方式教授環境議題，而氣候變遷正是環境教育五大學習主題之一，

在各學科教學時數縮減的情況下，教師是否有足夠的興趣額外利用多元選修或

探究實作課程進行氣候變遷的主題教學，便攸關未來氣候變遷教育推動品質，

也是學生是否有機會完整而深入學習氣候變遷的關鍵。有鑑於此，本文認為教

師在氣候變遷議題上的個人教學興趣極為重要，因此將未來教學興趣納入研究

中作為依變項。 

在研究對象的選擇上，由於高中是學校系統全面實施環境教育的最後一個

階段，加上國外學者 Robinson (2011)在研究大學氣候變遷教學的阻礙與機會時，

發現學生本身持有的氣候變遷心智模式會降低學習效果，因而建議氣候變遷教

學須在大學之前儘早開始。因此本研究認為高中實為氣候變遷教育的重要階段，

並以教學內容與氣候變遷有關的五個學科教師為研究對象，希望能藉此研究：

(1)調查生物、地球科學、地理、公民與社會、生活科技等學科教師過去進行氣

候變遷教學的經驗，以及了解教師在氣候變遷教學上的自我效能、對相關知識

的合理性覺知、未來教學興趣之概況；(2)同時探討教師過去運用在氣候變遷教

學上的教學策略、曾參與的研習培訓、對相關知識的合理性覺知等因素能否預

測教師的自我效能；(3)進一步檢驗教師自我效能是否可以中介教學策略、研習

培訓、知識合理性覺知等因素對未來教學興趣的影響。因此本文的研究創意和

貢獻可包含兩個部分，一是驗證 Bandura (1977, 1997)在自我效能理論中提到的

部分論點，特別是精熟經驗和替代經驗與自我效能的關係。二為探索後來學者

提出的教師對教學相關知識的熟悉和信賴(即合理性覺知)亦會影響自我效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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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 

貳、文獻探討 

以下文獻聚焦在自我效能的定義與影響自我效能之相關因素，並嘗試將自

我效能視為教師過去教學經驗(含教學策略及研習培訓等自變項)與未來教學興

趣(依變項)之中介概念，提出相關假設以進行路徑分析。 

一、自我效能的定義 

「自我效能」意指個人對自己是否有能力進行某項行動以達成特定目標的

信念，亦即個人對於自己能力的主觀判斷(Bandura, 1997)。過去教育領域經常引

用此概念來檢視教師對自身教學能力的主觀覺知，稱為「教師自我效能」(teacher 

self-efficacy)。而過去研究也一再發現自我效能與教師的教學態度和行為有關，

甚至能影響學生的學習成就(Ashton & Webb, 1986; Ashton, Webb, & Doda, 1983; 

Morris, Usher, & Chen, 2016)。但由於學者對於教師應具有哪些面向的自我效能

有不同看法，因而提出多元的概念定義和測量內容。國內學者孫志麟(2003)依據

測量構面之特性與數量，將教師自我效能大致分為整體觀點、雙向度觀點、多

向度觀點等三類。較早期的學者多抱持整體觀點，並將教師自我效能視為教師

覺知自身教學能影響學生學習表現的程度 (Armor, et al., 1976; Berman, 

McLaughlin, Bass, Pauly, & Zellman, 1977; Newmann, Rutter, & Simth, 1989)。後

來的學者較傾向視教師自我效能為多構面的概念，例如 Gibson 與 Dembo (1984)

認為教師自我效能為雙向度概念，並將 Bandura 理論中的效能預期(efficacy 

expectancy)視為教師對自身教學能力的評估，稱為「個人教學效能」(personal 

teaching efficacy, PTE)。同時又引用 Bandura 的結果預期 (response-outcome 

expectancy)當作教師自認為能夠影響學生學習的評估，稱為「一般教學效能」

(general teaching efficacy, GTE)。Gibson 與 Dembo 的雙向度概念是國內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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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較常採用的觀點(林碧芳、邱皓政，2008；Morris, et al., 2016)。但因應教學

現場的複雜多變，教師也須具有學科教學以外的其他能力，所以有學者主張教

師自我效能應為多向度概念，其定義和測量內容應視研究目的和情境而定。例

如 Bandura (1997)本人即主張教師自我效能應包含影響學校決策、影響學校資

源、班級教學、常規管理、引導家長參與教育、促進社區投入教育、營造正向

學校氛圍等七個面向。 

本文雖贊同 Bandura (1997)的多向度觀點，但因氣候變遷在十二年國教的

情境下，仍以搭配學科教科書相關單元進行融入教學的方式進行，所以仍附屬

在一般的學科教學中，不涉及班級經營、親師關係或校務工作。因此本文認為

氣候變遷教學更適合採取雙向度觀點的教師自我效能定義，較不適用整合觀點

及多向度觀點。此外，氣候變遷是複雜的環境議題而在教學上頗具挑戰性，包

括：氣候變遷是由長時間及全球尺度的客觀觀測資料所建構的科學概念，不見

得符合學生日常生活中體驗到的短暫天氣狀況，而有理解上的難度。其次，氣

候變遷涉及許多科學領域的理論和研究成果，可能超出教師個人之理解和專業

能力。其三，影響氣候的因素相當複雜，教師很難對學生完整解釋氣候變遷的

成因和機制。最後，氣候變遷的複雜性會使未來的趨勢預測及減緩調適策略也

具有不確定性。因此氣候變遷可能不同於一般的學科教學而不適用一般的教師

自我效能量表。本研究因而採用 Li、Monroe、Oxarart 與 Ritchie (2019)針對美

國高中教師氣候變遷教學所設計的「氣候變遷教育教師效能信念量表」(Climate 

Change Education Teacher Efficacy Belief Instrument, CCETEBI)，作為主要測量

工具。Li 等在發展該量表時採用 Gibson 與 Dembo (1984)的雙向度觀點，並針

對氣候變遷的教學特性設計 PTE 及 GTE 兩構面共 15 題的測量題目(詳細說明

請見研究方法中的研究工具)。 

二、影響自我效能之因素與相關假設 

Bandura (1977)曾提出四項能影響自我效能的因素，包括：(1)成就與表現

(performance and accomplishments)，即個人過去曾有的相關成功經驗，亦為

Bandura 後來經常提到的精熟經驗(mastery experience，本文以下亦使用精熟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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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取代成就與表現)；(2)替代性經驗(vicarious experience)，即有機會參考他人成

功經驗並模仿其成功策略；(3)口語說服(verbal persuasion)，意指他人正向的口

語鼓勵和建設性意見；(4)情緒激發(emotional arousal)，指能影響個人信心的負

面生理或情緒狀態。後續學者如 Klassen、Tze、Betts 與 Gordon (2011)、Wyatt 

(2014)等人持續探索自我效能的影響因素時，則討論過知識與自我效能的關聯

性，並認為教師對特定教學主題的知識熟習程度和信賴程度(即對特定知識的合

理性判斷)都可能會影響教師的自我效能，並進而影響其教學興趣。近期的實證

研究亦證實 Bandura 所提的精熟經驗、替代性經驗，以及後來學者提出的知識

熟悉度和信賴度會影響自我效能。例如 Menon 與 Sadler (2018)從 51 位在美國

中西部一所大學修習科學教育的職前國小教師中選取 18 位師培生，並以訪談

和課程觀察等質性方法探討其自我效能之來源，結果發現習得的教學策略(類似

精熟經驗)、有供模仿的教學者(類似替代經驗)、對科學概念更深入的理解(代表

科學知識的熟悉和信賴度)等因素都能增強這些職前國小教師的自我效能。 

由於氣候變遷在高中階段並非獨立的學科，亦無專門的科任教師，加上氣

候變遷涉及跨領域的科學知識，其研究成果會隨著不同研究團隊和報告發布時

間而不斷更新證據和數據，因此要明確指出並測量教師在相關學科進行補充教

學時所具備的氣候變遷知識並不容易。加上國內過去已有少數學位論文調查教

師的氣候素養或相關迷思概念，卻尚未有研究調查教師對氣候變遷知識或科學

證據的信賴程度。因此，與其測量教師在氣候變遷的科學知識量及正確度，本

研究轉而測量教師對氣候變遷現有科學知識(即 IPCC 所提出的科學現象及證據)

的信賴程度，並以合理性覺知(perception of plausibility)的概念代表教師對氣候

變遷知識的信念，並依據前述討論將其視為影響教師氣候變遷教學自我效能的

可能因素。 

所謂的合理性(plausibility)是對某一科學現象或證據是否可信的判斷。

Posner、Strike、Hewson 與 Gertzog (1982)指出合理性判斷是一種認知過程，個

人會將新獲得的訊息與過往日常生活經驗累積而得的背景知識相比較，並以新

資訊符合過往知識的程度來判斷新資訊是否合理。合理性判斷或覺知

(perception)亦是科學教育中概念改變(concept change)的關鍵環節之一(Lombar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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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atra, 2012)。Dole 與 Sinatra (1998)曾以天氣和氣候舉例說明合理性覺知與

概念改變之間的關聯性。他提到若學生以天氣事件(weather events)的體驗來學

習和判斷全球暖化的現象，那麼一場暴風雪將使學生相信全球暖化不符合現實

經驗，而更傾向相信全球氣候並未變暖。為理解學生用來評斷科學現象或知識

是否合理的背景知識為何，許多學者將研究焦點放在迷思概念或另有概念的調

查，作為教學介入和改變學生概念的參考依據(Lombardi & Sinatra, 2012)。但過

去研究卻較少檢視教師自身在科學知識或概念上的合理性判斷能力。  

由於本文關切高中教師過去在學校進行氣候變遷教學的經驗對自我效能

和教學興趣的影響，並非以驗證 Bandura 所提四項因素與自我效能之關聯性為

主要目標，所以本文僅討論精熟經驗和替代經驗等兩項因素對教師自我效能的

影響，暫不探討教師個人在職場人際關係如同事鼓勵(口語說服)或與人格有關

的情緒調適能力(情緒激發)等因素。綜合前述討論，本研究認為高中教師過去在

學校進行氣候變遷教學的成功經驗(精熟經驗，例如曾經成功運用某些教學策略

的經驗)，參考他人成功經驗的機會(替代性經驗，例如參加研習獲得他人的教學

策略或相關資源)，以及對現有氣候變遷知識的信念(即合理性覺知，例如相信海

平面正因氣候變遷而持續上升的現象與證據)，皆會影響教師在氣候變遷教學上

的自我效能，並據此提出假設 1、假設 2 和假設 3。 

三、教師自我效能及其影響因素與教學興趣之關係 

雖然教師自我效能不一定反映教師實際擁有的教學能力，但根據荷蘭學者

Zee 與 Kooman (2016)回顧過去 40 年共 165 篇論文的結果，自我效能這種主觀

知覺的確能夠影響教師的班級經營過程(classroom process，含教學支持、班級組

織和情緒支持)、學生學業表現(student academic adjustment，含學業成就及學生

動機)，也會影響教師的工作幸福感(teacher well-being，含成就感、滿意度及承

諾)。若進一步檢視自我效能和動機的關係，過去許多研究已指出教師自我效能

和學生學習動機相關，例如 Zee 與 Kooman 所回顧的文章中，11 篇以多層次分

析、結構方程模型或迴歸等統計方法探討教師自我效能與學生學習動機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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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發現這些橫跨不同國家(美國、英國、臺灣、荷蘭、澳洲、伊朗)與不同年齡

層(國小到高中)的研究，都指出教師自我效能可以顯著預測學生的學習參與度

和內外在的學習動機(迴歸係數或路徑係數介在 0.13 到 0.79 之間)。但過去研究

卻較少將焦點延伸到教師自我效能和個人教學興趣(interest in teaching)的關聯

性。考量臺灣高中教育裡並未有獨立的氣候變遷課程和專任教師，再加上氣候

變遷所具有的科學複雜性和不確定性而使教學頗具挑戰性，所以教師是否有信

心和興趣進行氣候變遷教學，將攸關學生學習氣候變遷的機會和效果。本文因

此將教師個人的教學興趣作為依變項，進一步探討自我效能及相關影響因素(精

熟經驗、替代經驗、合理性覺知)和教學興趣之間的關係。 

Schiefele和其同事是少數探討教師教學興趣和自我效能關係的研究團隊。

Schiefele (2009)將自我效能和興趣都視為動機理論的一部分。他認為自我效能

屬於動機的期望成分(expectancy component)，而興趣則偏向動機的價值成分

(value component)。他將興趣定義為特定事物對個人的吸引力，並進一步區分出

個人興趣(individual interest)和情境興趣(situational interest)。所謂的個人興趣經

常來自個人相信該事物對自己具有重要性或價值(value-related)或能觸發正向情

感(feeling-related)。比起受當下事件誘發而產生的短期情境興趣(事件結束即消

失)，個人興趣對教師教學有較強而持續的影響力。本文依據 Schiefele 的觀點推

論，當教師認為氣候變遷是學生未來必須面臨和解決的生存問題而成為一個值

得學習的主題時，氣候變遷就有可能引發教師的教學興趣。但此前提必須是教

師相信氣候變遷的相關科學證據為真(即 Lombardi 與 Sinatra 的合理性覺知)，

教師才有可能認為氣候變遷的學習是重要而必要的。同理，若教師過往有許多

成功教授氣候變遷的經驗(即 Bandura 的精熟經驗)並因此獲得正向的成就感，

亦可能使教師對氣候變遷教學持續保有興趣。本研究因此嘗試將氣候變遷知識

的合理性覺知與精熟經驗等兩因素納為影響教師教授氣候變遷興趣的重要因素，

並提出假設 5 與假設 4。雖然在 Schiefele、Streblow 與 Retelsdorf (2013)於德國

調查 33 所學校共 281 位國小與中學教師的研究中，僅驗證教師自我效能跟學

科教學興趣(subject interest)具有中度顯著正相關，而未進一步檢視教師自我效

能和教學興趣之間的預測關係，但 Bandura 於 1977 年提出自我效能理論時卻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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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自我效能會影響個人動機(含個人興趣)，本研究因此依循 Bandura 的觀點提

出研究假設 6，即自我效能可以影響教師在氣候變遷上的教學興趣。 

綜合前述文獻，本文已提出教師過去在氣候變遷的教學策略多元性(代表

精熟經驗)、研習培訓多樣性(代表替代經驗)、對現有氣候變遷知識的信念(即合

理性覺知)等因素能夠影響教師自我效能，亦提出教師自我效能可預測教師在氣

候變遷上的教學興趣。這意味著自我效能有中介教學策略多元性、研習培訓多

樣性、合理性覺知對教學興趣的影響。過去少數研究也指出教師自我效能的中

介角色，例如林碧芳、趙長寧、邱皓政(2010)調查 554 名中小學教師，在利用結

構方程模型分析後，發現學校教師的創造人格特質與其擁有的學習結構與管道，

皆能透過創意教學自我效能對創意教學行為產生間接效果。又如 Arslan (2019)

調查土耳其 315 位師培生以驗證 Bandura 所提的精熟經驗等四個因素和教師自

我效能與教學態度之間的關係，結果發現精熟經驗、口語說服、情緒調適等三

個因素能夠透過自我效能影響教師的教學態度。本研究因此假設教學策略多元

性(精熟經驗)、研習培訓多樣性(替代經驗)、氣候變遷知識信念(合理性覺知)等

因素能夠透過教師自我效能影響未來教學興趣，並提出假設 7、8、9。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與研究假設 

本文根據前述文獻回顧提出以下 9 個研究假設(請見圖 1)。 

1. 教學策略多元性→氣候變遷教師自我效能 

2. 研習培訓多樣性→氣候變遷教師自我效能 

3. 氣候變遷知識合理性覺知→氣候變遷教師自我效能 

4. 教學策略多元性→未來教學興趣 

5. 氣候變遷知識合理性覺知→未來教學興趣 

6. 氣候變遷教學教師自我效能→未來教學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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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教學策略多元性→氣候變遷教師自我效能→未來教學興趣 

8. 研習培訓多樣性→氣候變遷教師自我效能→未來教學興趣 

9. 氣候變遷知識合理性覺知→氣候變遷教師自我效能→未來教學興趣 

二、研究對象與抽樣方式 

本研究調查對象以國立、直轄市立、縣市立的普通及綜合高中之生物、地

球科學、地理、生活科技、公民與社會等五學科的教師為主。抽樣母群體為教

育部統計處公佈之 103 學年登記合格之五科教師共 3,652 人。由於國內尚未有

針對氣候變遷這類環境議題教學概況的調查研究，加上本研究引用兩個國外初

次發展給氣候變遷教育使用的量表-「氣候變遷教育教師效能信念量表」及氣候

變遷「合理性覺知量表」，因此在正式收集資料前先針對量表和問卷進行預試，

在 2017 年三月以滾雪球抽樣策略邀請 70 名五學科的高中教師協助填寫問卷，

有效預試問卷有 58 份。預試之目的在確認：(1)問卷內容、題目文字及語意(含

中文翻譯)是否符合臺灣高中教學現況；(2)兩個國外量表在臺灣使用時的信效度

是否良好。在正式調查時，因無法取得全台教師名單進行隨機抽樣，因此本研

究採用配額抽樣收集資料，以確保五個學科的調查樣本數能反應母群體的比例，

並以在每個學科收集全國 10%的高中教師問卷為目標。本研究與五個學科中心 

圖 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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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利用其公佈欄、電子報、研習活動、email 等方式邀請老師填寫問卷。問

卷發放時間為 2017 年四月到七月，以網路問卷為主，紙本問卷為輔，最後共收

集 690 份問卷，有效問卷為 591 份，有效率為 86%。由於正式問卷並未新增調

查題目或有大幅修改預試問卷之情形，所以本文在分析時將預試樣本及正式樣

本合併，總計有 649 份有效樣本。參與調查的教師平均年齡為 39.86 歲，平均

執教年資為 13.02 年。參與調查之教師背景資訊整理如表 1。 

三、研究工具與信效度 

本文設計之研究問卷共 45 題，包含以下六個部分：(1)教師個人資本資料，

例如性別、年齡等。(2)教師的教育專業背景，如畢業科系、教育程度、執教科

目、年資等。(3)教師過去的氣候變遷教學經驗，特別是教學策略多元性和研習

培訓多樣性等，是影響教師自我效能的可能因素，屬自變項。(4)合理性覺知量

表(Lombardi & Sinatra, 2012)，亦為影響教師自我效能的可能因素，屬自變項。

(5)氣候變遷教育教師效能信念量表(Li, et al., 2019)，屬中介變項。(6)未來教學

興趣，屬依變項。本研究共邀請五位學者與三位高中教師審查問卷，其中五位

學者的專業領域包括氣候變遷教育、森林監測與氣候變遷、氣候變遷與防災教

育、教育測驗與統計、12 年國教自然科學教育。由於「氣候變遷教育教師效能

信念」和氣候變遷「合理性覺知」兩個量表在臺灣都是第一次使用，因此在送

審時同時附上中文翻譯和英文原文，並請審查委員協助確認譯文的妥切性和可

讀性。其中「氣候變遷教育教師效能信念量表」的中文翻譯更邀請原作者、現

為密蘇里大學自然資源學系助理教授的李潔博士協助審查，以確保中英文的題

意一致。本文最後綜合審查意見及預試的統計分析結果調整少部分文字，而後

提出正式問卷。 

 

 

 

 



環境教育研究，第十六卷，第二期，2020年 

58 

表 1 教師個人背景變項次數分配表(N=649) 

變項 類別 人數 有效百分比(%) 

性別 男性 286 46.2 

 女性 333 53.8 

年齡 29 歲以下 56 9.5 

 30 到 39 歲 232 39.2 

 40 到 49 歲 235 39.7 

 50 到 59 歲 63 10.6 

 60 歲以上 6 1.0 

教育程度 博士 13 2.1 

 碩士或 40 學分班 476 77.5 

 大專 125 20.4 

教學年資 3 年以下 65 11.0 

 3 到 10 年 187 31.7 

 11 到 15 年 126 21.4 

 16 到 20 年 117 19.9 

 20 年以上 94 16.0 

執教科目 生物 101 15.8 

 地理 262 40.9 

 地球科學 130 20.3 

 生活科技 38 5.9 

 公民與社會 74 11.6 

 物理 18 2.8 

 化學 8 1.3 

 其他 9 1.4 

畢業科系類群 數理工程相關學系 331 53.6 

 非數理工程相關學系 283 45.8 

 其他 4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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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功/精熟的教學經驗與替代經驗 

針對自我效能預測因素之測量，Morris 等(2016)回顧 82 篇相關研究後，認

為目前學界對 Bandura 所提的四項促進因素尚未提出具共識的定義，且現存少

數的測量題目亦未完全根據 Bandura的理論來設計。例如在精熟經驗的測量上，

有的研究測量教學年資(Ruble, Usher, & McGrew, 2011)，有的測量師培課程的修

課數量(DeChenne, Koziol, Needham, & Enochs, 2015)、實習時數(Capa Aydin & 

Hoy, 2005)或師培訓練的學業成績(Moulding, Stewart, & Dunmeyer, 2014)。而在

替代經驗的測量上，有的研究測量觀課經驗對當事人有價值的程度(Kieffer & 

Henson, 2000)，或主觀認為觀摩資深教師教學示範對自己的影響程度(Capa 

Aydin & Hoy, 2005; Kieffer & Henson, 2000)，或受到與自己相似的人教學成功之

鼓舞程度(Heppner, 1994)，或直接以開放性問題詢問受其他成功範例影響的方

式(Chong & Kong, 2012; Morris & Usher, 2011)。 

由於氣候變遷不屬於特定學科，而是跨學科的教學主題，不容易在臺灣的

師培教育中獲得相關訓練，因此測量師培過程的修課或實習時數、修課成績等

方式來取代精熟經驗，或以觀摩他人教學的價值或影響力作為替代經驗的測量，

可能都不符合臺灣教育現況。因此本研究參考 DeChenne 等(2015)的方式，在測

量精熟經驗時，把測量師培課程修課數量改為測量現職教師曾精熟運用在氣候

變遷的教學策略之數量，把題目設計為複選題，並詢問「請問您在學校教授氣

候變遷/全球暖化相關單元時，曾經成功使用過哪些教學方法？」本文共設計 21

種教學方法讓教師勾選，計分方式為被勾選項目的加總次數。例如若教師在此

題勾選 6 個選項(6 種成功使用的教學策略)，即得 6 分。在替代經驗的測量上，

本文將 Chong 與 Kong (2012)詢問學校同事影響自己教學信心的方式及 Morris

與 Usher (2011)詢問任何影響自己教學信心的事物等開放問題縮小到較為具體

的培訓或研習活動，並詢問現職教師「您上過哪些氣候變遷/全球暖化相關的培

訓活動或課程？」採五分量尺計分，1 分表示從未參加，5 分為參加至少四種以

上的研習或培訓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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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理性覺知 

在知識信念部份，本文使用 Lombardi 與 Sinatra 於 2012 年發展的氣候變

遷「合理性覺知」量表(Plausibility Perceptions Measure, PPM)，來測量教師對氣

候變遷知識的合理性判斷程度。該量表參考聯合國跨政府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

於 2007 年發布的第四次報告中有關氣候變遷成因及未來預測的結論，共設計

為 8 個題目，再送請科學教育專家檢視內容效度後，以 Flesch-Kincaid 公式計

算題目的閱讀難度並確認題目適合大學生閱讀。由於本研究的調查時間為 2017

年春季至夏季，當時 IPCC 已於 2014 年出版第五次報告，因此本文根據最新報

告檢核原 8 題內容之正確性，亦根據問卷審查學者與高中教師之建議，刪除兩

題內容相近、文字過長而容易造成中文閱讀困難的題目，最後保留 6 題。在計

分上，原量表之設計為 0 分(非常不合理或不可能)到 10 分(非常合理)。但本文

將計分方式改為臺灣較常用的李克特五分量尺，計為 1 分(非常不合理)到 5 分

(非常合理)。由於 Lombardi 與 Sinatra 發展該量表時並未進行項目分析和探索

性因素分析，加上量表是第一次使用於臺灣，為使研究更加嚴謹，本文以審查

後保留的 6 題進行項目分析，結果顯示各題皆通過檢驗(檢驗標準請見四、資料

分析方法)。探索性因素分析亦顯示此量表僅萃取一因子，其解釋總變異量為

61.37%，且 Cronbach’s Alpha 值為 0.90。 

(三)教師自我效能 

在氣候變遷教學的教師自我效能上，本文採用 Li 等(2019)設計的「氣候變

遷教育教師效能信念量表」(CCETEBI)。該量表是以 Bandura 的自我效能理論

為基礎，同時參考以下兩個量表發展而成，包括 Roberts 與 Henson (2000)初步

發展、後由Pruski等(2013) 接續修改的「科學教師的教學與知識自我效能量表」

(Self-Efficacy Teaching and Knowledge Instrument for Science Teachers, SETAKIST，

以美國在職科學教師為適用對象)、以及 Moseley、Utley、Angle 與 Mwavita (2016)

提出的「環境教育教師效能信念量表」(Environmental Education Teacher Efficacy 

Belief Instrument, EETEBI，以美國中西部和西南部國小職前教師為適用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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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版的 CCETEBI 共分 PTE 及 GTE 兩個構面，總計 15 題，並採李克特

五分量尺，非常不同意計為 1 分，非常同意計為 5 分。原版的 CCETEBI 經由

213 位美國佛羅里達、阿肯色、北卡羅來納等州的高中教師試填和修改題目後，

在 2016 年以 512 位參與全美 56 個 Project Learning Tree 教師工作坊之在職教師

的問卷資料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最後保留 10 題成為修改版的 CCETEBI，為

單構面且具良好信效度(α= 0.95)的量表。本研究以 58 位高中教師的預試樣本測

試量表題目之品質和信效度，各題皆通過項目分析，且探索性因素分析顯示此

量表共萃取一因素，能解釋的總變異量為 65.19%，Cronbach’s Alpha 為 0.93。 

(四)教學興趣 

本研究參考德國學者 Schiefele 等(2013)發展的教師興趣(teacher interest)量

表，特別是量表中的學科教學興趣(subject interest)構面的題目。但該構面的五

題中有二題為反向題而不採用，以避免反向題的方法效應(method effect，邱皓

政，2018)。另二題則詢問學科對教師個人的重要性和教學時的正向心情。本文

雖同意 Schiefele 的觀點且接受興趣會受個人價值觀和正向情緒影響，但價值觀

和正向情緒的測量能否直接代表興趣仍待商榷。所以本研究改編該構面剩下的

一題(I chose my subject because I find it interesting)，直接詢問教師未來教授氣候

變遷╱全球暖化相關主題的興趣程度，計分方式沿用Schiefele量表的四分量尺，

從 1 分(非常沒興趣)到 4 分(非常有興趣)。 

四、資料分析方法 

本文採用 SPSS (20 版)檢測量表的信效度，統計方法包括項目分析、探索

性因素分析、內部一致性分析。為評估量表題目在臺灣使用的適切性，本文以

預試資料進行項目分析，檢核指標包括遺漏檢驗、描述統計(平均數、標準差、

偏態係數)、極端組比較、同質性檢驗(校正項目總分相關係數、因素負荷值、題

項刪除後 alpha 值)等(邱皓政，2018)。此外為確認量表的因素結構和信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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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亦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及內部一致性分析。 

在分析正式資料時則先進行描述統計，以呈現參與調查教師之人口學特性

及氣候變遷知識之合理性覺知、教師自我效能、未來教學興趣等變項的得分概

況與變項之間的相關性，再進行迴歸取向的路徑分析(邱皓政 2015)，分別以教

師自我效能和未來教學興趣作為依變項進行兩次多元迴歸分析，並手動計算間

接(中介)效果和整體效果，最後以 Sobel test 檢定路徑係數的顯著性，來判定間

接效果的假設是否成立。為求數據精確，所有數值均取小數點後三位四捨五入。 

肆、 結果與討論 

以下依據研究問題呈現相關的統計分析結果，先整理各變項之得分概況與

相關性，再說明教師過去在氣候變遷教學上的教學策略多元性、參與研習培訓

的多樣性、氣候變遷知識的合理性覺知、教師自我效能、未來教學興趣之間的

關聯性與假設驗證情形，並比較所有變項在預測未來教學興趣時的整體效果。

最後針對重要的研究結果進行綜合討論。 

一、各變項得分概況與相關性 

在教學策略多元性部分，參與調查的高中教師在過往的氣候變遷教學中平

均會運用三到四種教學策略(原始平均得分為 3.66)。若以複選題方式分析，教

師使用最多的前三種教學策略分別為知識講述(83.1%)、觀賞相關影片(63.5%)、

案例介紹(55.3%)。在研習培訓的參與上，高中教師平均至少參加過一次與氣候

變遷相關的研習或課程(原始平均得分為 1.89)，且有 30.5%的教師提到大學時

(職前)已修習過相關課程，18.3%的教師在校任職時參加學校辦理的相關研習活

動，另有 13.9%的教師表示曾在研究所階段修習相關課程。教師對現有的氣候

變遷相關知識之信賴度頗高(合理性覺之平均得分為 4.11)，普遍相信目前科學

界所提出的氣候變遷現象和成因等知識或資訊。此外，教師對未來進行氣候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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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教學也頗有興趣(平均得分為 4.06)，但在氣候變遷教學上只有中等的自我效

能(平均得分為 3.56)，顯示教師對教學較無信心。 

在各變項的相關性部分(表 2)，除了教師的氣候變遷知識合理性覺知與過

去教學經驗中的教學策略多元性和研習培訓多樣性未有顯著相關之外，其餘各

變項之間皆有低度的顯著正相關。其中，相關性最高者為教學策略多元性和自

我效能(r = .29, p < .01)，其次為氣候變遷知識合理性覺知與未來教學興趣(r = .28, 

p < .01)，其三為研習培訓多樣性和自我效能(r = .24, p < .01)。本文所提出的 9

項假設皆成立(請見表 3，包括 6 項直接效果及 3 項間接效果)。茲將路徑分析結

果整理如圖 2。 

二、各項直接效果之假設驗證結果 

路徑分析結果指出本研究所提出的教師過去教學策略之多元性(假設 1，

β= .25, p < .001)、研習培訓之多樣性(假設 2，β= .18, p < .001)、氣候變遷知識合

理性覺知(假設 3，β= .21, p < .001)皆能顯著預測教師在氣候變遷教學上的自我

效能。從直接效果的路徑係數來看，代表 Bandura 理論中的精熟經驗概念之教 

 

註：為方便讀者比較各變項的平均得分，表中各變項之平均數及標準差皆轉換為五分

量尺。教學策略多元性的原始平均分數為 3.66 (2.19)，未來教學興趣之原始平均得分

為 3.22 (0.55)。其餘三個變項皆原為五分量尺，所以未進行分數調整。 

表 2 描述統計與相關性分析表(N=555) 

變項 M SD 1 2 3 4 5 

1.教學策略多元性 0.87 0.52 -     

2.研習培訓多樣性 1.98 1.04 .23** -    

3.氣候變遷知識合理性覺知 4.11 0.61 .01 .05 -   

4.氣候變遷教師自我效能 3.56 0.66 .29** .24** .22** -  

5.未來教學興趣 4.06 0.66 .23** .15** .28** .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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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路徑分析與假設驗證摘要表 

假設 路徑 效果類型 驗證結果 

假設 1 教學策略多元性→氣候變遷教師自我效能 直接效果 成立 

假設 2 研習培訓多樣性→氣候變遷教師自我效能 直接效果 成立 

假設 3 氣候變遷知識合理性覺知 

→氣候變遷教師自我效能 

直接效果 成立 

假設 4 教學策略多元性→未來教學興趣 直接效果 成立 

假設 5 氣候變遷知識合理性覺知→未來教學興趣 直接效果 成立 

假設 6 氣候變遷教學教師自我效能→未來教學興趣 直接效果 成立 

假設 7 教學策略多元性→氣候變遷教師自我效能 

→未來教學興趣 

部份中介 成立 

假設 8 研習培訓多樣性→氣候變遷教師自我效能 

→未來教學興趣 

完全中介 成立 

假設 9 氣候變遷知識合理性覺知→氣候變遷教師自我 

效能→未來教學興趣 

部份中介 成立 

 

學策略多元性對自我效能的預測力最大，比代表知識信念的合理性覺知與代表

替代經驗的研習培訓多樣性更能預測教師的自我效能。最能夠直接且顯著預測

教師教授氣候變遷興趣的變項是氣候變遷知識的合理性覺知(假設 5，β= .24, p 

< .001)，教學策略多元性(假設 4，β= .18, p < .001)和自我效能(假設 6，β= .17, p 

< .001)。 

三、教師自我效能之中介效果 

本研究共檢核三項自我效能之中介效果，路徑分析結果顯示教學策略多元

性(假設 7，β= .04, p < .001)、研習培訓多樣性(假設 8，β= .04, p < .01)、合理性

覺知(假設 9，β= .03, p < .01)皆能透過自我效能間接預測教師對氣候變遷的教學

興趣。其中，教師自我效能在教學策略多元性及合理性覺知對未來教學興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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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路徑分析圖 

註：* 表示 p < .05， **表示 p < .01，***表示 p < .001。以上僅顯示直接效果，間接效

果之路徑係數請參見表 4。 

 

影響上，具有部分中介效果。但在研習培訓多樣性對未來教學興趣的影響上，

自我效能則具有完全中介效果。這意味著當教師參與各類研習或培訓課程的經

驗不能轉化為教學信心時，可能會無法提升教師在未來進行氣候變遷教學的興

趣。 

四、預測未來教學興趣之整體效果比較 

就路徑分析所得的整體效果來看(即直接效果與間接效果之總和，整理如

表 4)，以教師對氣候變遷知識的合理性覺知對未來教學興趣的整體預測力最大

(β=.27)，表示教師越相信氣候變遷相關科學證據是合理可信的，可能會越有興

趣在學校教授氣候變遷。整體預測力第二高的因素為教師過去使用的教學策略

多元性(β=.22)，這意謂教師在過往教學中若成功運用的教學方法越多，就可能

越有興趣進行氣候變遷教學。由於自我效能在本研究中被設定對中介變項，對

未來教學興趣的預測僅有直接效果，其路徑係數為 0.17，是第三強的預測因素。

研習培訓多樣性對未來教學興趣的預測僅有間接效果，其路徑係數僅有 0.04，

是影響力最小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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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路徑分析各項效果分解說明表 

  依變項(內衍變項) 

 η1教師自我效能 η2未來教學興趣 

自變項 Effect t Effect t 

外
衍
變
項 

ξ1教學策略多元性     

直接效果 0.25 6.14*** 0.18 4.27*** 

間接效果 - - 0.04 3.36*** 

整體效果 0.25 6.14*** 0.22 - 

 ξ2培訓研習多樣性     

 直接效果 0.18 4.45*** - - 

 間接效果 - - 0.04 3.24** 

 整體效果 0.18 4.45*** 0.04 3.24** 

 ξ3合理性覺知     

 直接效果 0.21 5.47*** 0.24 5.89*** 

 間接效果 - - 0.03 2.10** 

 整體效果 0.21 5.47*** 0.27 - 

內
衍
變
項 

η1教師自我效能     

直接效果 - - 0.17 3.98*** 

間接效果 - - - - 

整體效果 - - 0.17 3.98*** 

註：t value 大於 1.96 時，* = p < .05；大於 2.58 時，** = p < .01；大於 3.29 時，*** 

= p < .001。 

五、綜合討論 

雖然目前學界較少將自我效能運用到較為複雜的跨學科或跨領域之環境

議題教學上，而使能夠直接對話的研究文獻較少。但本文仍嘗試根據路徑分析

結果檢視 Bandura 自我效能理論在臺灣高中教師的氣候變遷教學中的驗證概況，

並特別著重在教師自我效能與其預測因素之間的關係，特別是知識信念(即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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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覺知)的重要性，而後討論自我效能對未來教學興趣的中介效果。 

(一)教師自我效能之預測因素-Bandura 理論的部份驗證 

本文發現教學策略多元性、研習培訓多樣性、氣候變遷知識的合理性覺知

等三個因素皆可顯著且正向預測教師自我效能。當教師過往成功運用的教學策

略越多，參與越多樣的氣候變遷研習培訓活動，且認為自己所知的氣候變遷知

識與相關科學證據是合理且真實的，教師就越有信心進行氣候變遷教學。 

雖然過去研究對精熟經驗的定義和測量方式不盡相同，但本文與過去研究

都得到相似的結果，亦即教師對自己過往教學表現之主觀評估(含成功程度或成

功數量)會與自我效能呈顯著正相關。例如 Tschannen-Moran 與 Hoy (2007)、

Shearn (2008)對精熟經驗的測量皆是請教師評估對自己今年專業表現的滿意度，

而 Hoy 與 Spero (2005)則測量自己第一年當教師的表現是否比其他同為第一年

新手教師的表現還成功。此兩研究都發現精熟經驗(正向的表現評估)和自我效

能之間有低到中度的顯著正相關，相關係數介於 0.36 到 0.50。此外，本文的研

究發現與 Arslan (2019)針對土耳其大學的師培生所進行的路徑分析結果最為相

近。該研究亦發現在 Bandura 所提的四項影響自我效能的因素中，以精熟經驗

對教師自我效能最具預測力，所得之路徑係數為 0.16 (p < .01)。 

本文以研習培訓多樣性代表替代經驗並測量教師參與研習培訓的程度，所

得之路徑分析結果卻與 Arslan (2019)的研究成果不同。Arslan 的分析結果顯示

四個影響自我效能的因素中，僅替代經驗無法顯著預測教師自我效能。然而採

用其他研究設計的論文依舊支持研習培訓可以提升教師自我效能的觀點。例如 

Tschannen-Moran 與 McMaster (2009)透過叢集抽樣挑選西維吉尼亞州 9 所公立

學校共 93 位小學老師，並依據 Bandura 所提的四種自我效能來源設計四類培訓

活動，再將老師們隨機分到這四組進行訓練和填寫前後測問卷。研究結果發現

提供有關閱讀教學策略的演講(即替代經驗)就能顯著提升參與培訓自我效能。

Martinussen、Ferrari、Aitken 與 Willows (2015)在加拿大一所大學的一年期教育

學士訓練方案的研究中(共有 54 位師培生參與)，不但發現教師對自身所擁有的

教學相關知識之主觀評估會與教學自我效能有顯著正相關，且觀看資深教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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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示範影片亦能提升自我效能，因為這些師培生認為自己將來也可以運用這

些具體的教學技巧和範例在自己的教學裡。Palmer (2011)的研究同樣指出澳洲

東南部 12 位在職國小教師在參加八週科學探究與實作的教學訓練後，能顯著

提升自我效能達兩年之久。 

(二)對知識的信念-合理性覺知的重要性 

除探索 Bandura 原先所提的精熟經驗(教學策略多元性)與研習培訓多樣性

(替代經驗)對自我效能的影響之外，本研究亦探討教師對知識的信念(即氣候變

遷知識的合理性覺知)與自我效能的關係。目前分析結果支持合理性覺知能夠預

測教師自我效能和未來教學興趣等兩個直接效果的假設，且是預測自我效能的

第二重要因素，亦為預測未來教學興趣的最強的因素。雖本文與 Gunning 和

Mensah (2011)的研究使用不同的方法，但分析結果都支持知識信念(合理性覺知)

對自我效能的預測力。該文作者以個案研究探討紐約州一位參與大學 16 周科

學教育訓練的職前國小老師之自我效能的改變狀況，並探討培養自我效能的關

鍵因素。結果發現對特定學科或主題的內容知識和教學技巧的熟悉對於自我效

能的培養極為重要。前一段提到的 Martinussen 等(2015)在加拿大的研究同樣也

指出教師主觀覺知的個人知識(perceived knowledge)不但與自我效能有顯著正

相關，還能中介教學觀摩程度和自我效能之間的關係。此外，本文研究結果亦

支持Morris等(2016)透過文獻回顧推測教師對知識的信念(包括對知識的合理性

判斷)能影響自我效能的想法。其原因可能和 Bautista 與 Boone (2015)、Phan 與

Locke (2015)所推測的理由相似，即教師對特定主題的內容知識之熟悉程度可算

為某種形式的精熟經驗，所以對特定知識的熟悉和信賴能夠提升教師的自我效

能。 

(三)教師自我效能之中介效果 

臺灣學界過去雖有研究將自我效能視為中介變項，探討其在教師集體效能

感與組織公民行為(陳俊瑋，2010)、教師集體效能與學校效能(邱紹一、洪福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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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教師專業能力和幸福感(張家銘、孫美蓮、林素婷、邱瀞瑩，2018)、學

校教師的創造人格特質與其擁有的學習結構與管道和創意教學行為(林碧芳、趙

長寧、邱皓政，2010)之間的中介效果，但較少有研究將教師自我效能置於環境

議題教學的情境中去探討其在氣候變遷教學經驗和教學興趣之間所扮演的中介

角色。本文分析結果發現教師自我效能亦能在氣候變遷這類環境議題的教學情

境中發揮中介效果，並指出教學策略多元性、研習培訓多樣性、合理性覺知都

能透過自我效能間接影響教師未來在氣候變遷上的教學興趣。不但支持自我效

能在過去各類與學校組織或教師專業相關研究中的中介角色，更驗證 Schiefele

等(2013)所發現的自我效能和學科教學興趣之顯著相關性，並進一步指出自我

效能能夠預測教師未來的教學興趣。 

伍、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本文主要聚焦在教師的氣候變遷教學經驗，包括教師過去在氣候變遷上的

教學經驗能否解釋其自我效能，以及自我效能是否可以進一步影響教師的氣候

變遷教學興趣。因此本文嘗試驗證的關係包括：(1)釐清教師過去與氣候變遷相

關的教學策略多元性及參與研習培訓多樣性能否預測自我效能，並初步探討

Bandura (1997)自我效能理論中的精熟經驗及替代經驗對教師自我效能的可能

影響。(2)因國外學者曾進一步提出知識精熟亦能影響自我效能的觀點，本文亦

以合理性覺知代表教師對氣候變遷相關知識或科學證據之信念，進一步驗證對

特定知識的信賴程度是否也能影響臺灣高中教師的自我效能。(3)有鑑於十二年

國教縮減各學科授課時數並釋放更多時數給選修或實作課程，氣候變遷的教學

將更加仰賴教師個人的教學興趣，方能在一般學科教學中融入相關內容，或是

另外開設跨領域選修課程提供學生更完整且深入的學習機會，本文因此也檢視

教師自我效能和氣候變遷教學興趣的關係，並期盼教師在氣候變遷上的教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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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能夠激發或維持教師未來的教學興趣。 

本文採迴歸取向的路徑分析，結果顯示所提之 9 項假設皆獲得支持。整體

而言，本研究發現教師對氣候變遷知識的信賴大於對教學的信心，顯示高中教

師普遍相信教科書或其他來源的氣候變遷相關知識，卻不見得有足夠的信心進

行教學。在自我效能的預測上，代表精熟經驗的教學策略多元性、代表替代經

驗的研習培訓多樣性、代表對氣候變遷知識信賴的合理性覺知等三個自變項皆

能顯著影響教師的氣候變遷教學信心。此外，在未來教學興趣的預測上，本文

亦發現除了教師在氣候變遷上的教學信心(自我效能)外，過去運用的教學策略

多元性、對氣候變遷相關知識的信賴亦可直接影響其未來教學興趣，且自我效

能還具有部分或完全中介效果。這意味著過去成功運用的教學策略、研習培訓

經驗、以及對相關知識的信賴，不但是教師進行氣候變遷教學時的信心來源，

藉由自我效能的增強，這三項因素還能間接影響教師未來的教學興趣。 

二、未來建議 

本文是將 Bandura 的自我效能理論運用在環境議題教學的初步嘗試，分析

結果支持精熟經驗及替代經驗此兩項因素對教師自我效能的影響，亦證實對特

定知識的信賴度能影響自我效能的論點，同時也發現自我效能可影響教師未來

的教學興趣。未來研究若想繼續探討學校教師在環境議題教學上的自我效能概

況或相關影響因素，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建議供參。(1)有鑑於教師在環境議題教

學上所面臨之挑戰及所需具備的能力，可能會與過往教師自我效能研究所關注

的學科教學和課務能力稍有不同，因此建議未來研究可先運用質性研究方法，

重新探究和定義臺灣教師在氣候變遷這類環境議題教學上可能需要的自我效能

內涵及構面，並以此檢視或設計適合環境議題教學的自我效能題目。(2)因目前

學界對 Bandura 所提的四項影響因素之定義和測量方式仍有不同見解，且影響

氣候變遷這類複雜環境議題的教學信心也可能不限於 Bandura 原初所提的四項

因素。未來若想將 Bandura 的自我效能理論運用在環境議題教學中，本文建議

可先以質性研究探討能影響教師環境議題教學信心的相關因素(包含對知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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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性覺知)，再以豐富的實證資料找出關鍵影響因素，再去設計適合臺灣使用

的測量題目。(3)由於過去自我效能研究多聚焦在教師教學態度、行為和學生學

業表現上，較少關注教師在環境議題教學上的興趣，因此不易找到適合的量表

或題目進行測量。本文亦建議未來研究者可透過動機理論，或以質性研究探討

教師在環境議題教學上的興趣內涵及表現方式，再發展適合的測量題目。(4)因

本文分析結果中的相關係數和路徑係數雖具顯著性，但數值稍低，除可能受測

量題目品質之影響外(如前述建議應發展更具信效度的量表)，亦可考慮透過質

性研究去探索並納入對自我效能和教學興趣更具影響力的其他因素。(5)在分析

方法上，未來研究亦可進行更完整且嚴謹的結構方程模型分析，並進一步以臺

灣資料驗證 Bandura 的自我效能理論及其對未來教學興趣的影響。透過前述做

法，不但可找出環境議題教學自我效能的關鍵影響因素並設計適合的測量題目，

以補充學界目前缺乏的測量工具，也能讓自我效能理論更加適用在跨學科的環

境議題教學研究上，而對學界做出理論和研究工具的貢獻。最後，本文雖未探

討研習培訓多樣性與教學興趣的關聯，但在職教師主要透過研習來增強環境議

題的教學能力，因此建議未來研究可調整研習培訓的測量方式，不只測量教師

參與研習的類型或形式，應更進一步檢視研習內容的有效性，例如是否提供教

學範例或影片、具體可用的教案和教材，有無讓老師練習教學的機會，是否邀

請資深教師予以指導等。如此方能分析與辨識出能提升環境議題教學自我效能

的有效研習策略。 

在教育實務上，本文發現教師對氣候變遷知識的信賴度(合理性覺知)和未

來教學興趣之得分都高於自我效能，意味著教師對氣候變遷的教學普遍有信心

不足的狀況。本文因此針對教師的環境議題教學自我效能提出以下可運用在師

培教育或在職研習的建議，包括：(1)在研習中協助教師整合各學科教科書中有

關氣候變遷的資訊，並提供教師完整而及時的議題內容知識，使其有機會了解

氣候變遷的全貌並即時獲取最新的研究資訊。(2)因教師對氣候變遷知識的合理

性覺知不但可影響教師的教學信心，也是支持其未來教學興趣的重要因素，因

此在提供與環境議題相關的內容知識時，也要同時培養教師對議題知識的合理

性判斷能力。(3)除了內容知識，也應提供和強化與議題有關的教學知識，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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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觀摩其他資深教師成功的教學範例(有意義的替代經驗)或影片，或讓教師

有機會練習使用已開發的各種氣候變遷教案和教材(提供精熟的機會)。(4)更重

要的是，要能協助教師正向評估自己的教學成效(強化成就與成功表現)來提升

氣候變遷的教學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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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United Nations proposed climate action as one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in 2015. In the recent enforcement of new curriculum guidelines of twelve-year 

basic education in Taiwan, climate change was designated as important learning topics in 

science education and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s well. Although the international trends 

and domestic educational reform have made climate change an important and urgent 

educational issue, previous studies seldom surveyed the real teaching situations at middle 

school system. Therefore,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was to combine Bandura’s theory 

on Self-efficacy and the concept of Plausibility from cognitive psychology an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aiwanese senior-high-school teachers’ teaching experiences, 

perception of plausibility, self-efficacy and interest in teaching climate change at school. 

Through quota sampling, we surveyed 649 teachers who taught subjects in biology, earth 

science, geography, living technology, civic and social education. We also adapted two 

scales- Climate Change Education Teacher Efficacy Belief Instrument and Plausibility 

Perceptions Measure for climate change to collect data. The result of regression-approach 

path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nine hypotheses were all supported. For teacher self-

efficacy, the best predictor was the diversity of successful pedagogy teachers used in the 

previous teaching. Meanwhile, the best predictor to teaching interest was teachers’ 

perception of plausibility to climate change knowledge. In addition, teacher’s self-

efficacy was confirmed to completely or partially mediate teachers’ pedagogy d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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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ersity of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perception of plausibility to teaching interest. 

Based on what we have found, we provided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and 

educational practices for climate change education. 

 

Keywords: perception of plausibility, senior-high-school teachers, climate change 

education, teacher self-efficacy  


